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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啟蒙的兩種模式
——陳獨秀與杜亞泉

1918年，一場引人注目的文化論爭在中國的南北思想界展開，論戰一方

為北京新文化名刊《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另一方為上海商務印書館老牌刊

物《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雙方之人名和刊名，似乎已預示了一場激進與調

和的思想衝突：「獨秀」狂狷不羈的文人氣質和「亞泉」謙卑冷峻的科學性格；

《新青年》揭櫫之時間的進步性和《東方雜誌》表徵之空間的民族性，涇渭分

明，相映成趣。

中國的啟蒙運動肇始於清末民初轉型時代早期嚴復、梁啟超等人領導的維

新思潮，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而達於高潮。如果說中國啟蒙運動經歷了由蘇格蘭

啟蒙運動到法國啟蒙運動的典範轉換，那麼，陳、杜的中西文化之爭則表徵½

兩種啟蒙路向的深刻衝突。

一　兩種啟蒙的典範：法國與英國

陳獨秀是新文化運動時期叱Æ風雲的啟蒙領袖。作為一個追隨法國大革命

的革命家和啟蒙者，陳一直對法國近代文明情有獨鍾。他不僅通曉法語，翻譯

過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而且不同凡響地以法語為其

創辦的《青年雜誌》（La Jeunesse）冠名。在刊

於《青年雜誌》創刊號的〈法蘭西人與近世

文明〉一文中，陳熱烈頌揚法蘭西文明，

尊其為歐洲近代文明的搖籃。在他看來，

「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

等」1。對西方諸國文明，陳獨秀有如下評

價：「英吉利所重者，個人自由之私權也；

德意志所重者，軍國主義，舉國一致之精

神也；法蘭西者，理想高尚，藝術優美之

國也；亞美利加者，興業殖產、金錢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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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之國也。」2陳對法國「理想高尚，藝術優美」的讚譽，表露了其強烈的文人

氣質。

新文化運動以伏爾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百科全書派」為代表的法國啟蒙運動為典範。法國啟蒙哲學是一種

「解放哲學」（普列漢諾夫[Georgiı̌ V. Plekhanov]語），其以反君主專制、貴族特

權、教會專斷為宗旨，而「解放」亦為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精神。陳獨秀在〈敬告青

年〉中倡言：「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

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

男權之解放也。」3

與陳獨秀及《新青年》的法國風格形成鮮明

比照的是，杜亞泉對英國文明崇尚備至。在〈英

皇之加冕禮〉一文中，杜指出：英國近世之隆盛

的原因在於：其祖先傳來之堅實氣質，實際的

常識，地方自治之精神，議會政治之模型，及

於保守中求進步之美風良俗，養成一種特有之

國民性。近世以來，在英國人之性格中，尊重

個人之權利與自由，則為與大陸諸國不同之特

質。英國人自中世以來，實以此點為最優秀。

今日之英國，實即個人主義之結果。中國之所

以貧弱日甚而不能進步，是由於國民性不能發

展。如果採取英國之制度，以國民自治為基

礎，運用憲政，則國勢日隆4。

杜亞泉對法國和中國的歷史親和性有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法國和中國

同樣病在帝國專制主義。法國為中央集權政治之故鄉，官僚政治之發源地；而

英美為自治最發達之國，其官吏人數很少。英美人民重自立，故主於實利；法

國人民重政權，故騖於虛榮，兩國之社會，遂生依賴與自營之差別5。

對於民國初年的憲政危機，杜亞泉擔憂中國正在步法國大革命的災難之後

塵。他指出：「吾國國體改革，未滿六年，而事變疊出。凡法蘭西大革命後九十年

間經過之事實及其恐怖，吾國幾一一步其後塵。」又說：「袁氏稱帝和張勳復辟，

猶如法國拿翁稱帝、路易十八復辟。豈非帝政改為共和，必經如此曲折？」6

在杜亞泉看來，民主轉型中的中國尤需借鑒英國「於保守中求進步」的接續

主義傳統。他強調：「國家之接續主義，一方面含有開進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

保守之意味。蓋接續云者，以舊業與新業相接續之謂。⋯⋯近世之國家中，開

進而兼能保守者，以英國為第一，用能以三島之土地，威加海陸。即北美合眾

國之政治，亦根據於殖民時代之歷史者為多。此接續主義對於國家之明效大驗

也。」「法國當革命之後，古法破滅，其後雖屢欲復古，卒不能成功。」「故民主

國家，於新舊交遞之間，當以穩靜持重為主。接續主義一破，則惡影響之留

遺，雖數世而猶未艾，此固吾民國國民，所當慎之於始者也。」7

杜亞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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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的崇法和杜亞泉的親英，相映成趣，二者表徵½民初啟蒙思潮的兩種

路向。如果說杜的英倫路線承嚴復思想之餘緒，那麼陳的法國路線則代表了轉型

時代啟蒙典範的轉換。英法思潮在中土的激蕩，是以中國革命的興起為背景的。

二　激進與調和

五四思想之特色，在於激烈反傳統之文化激進主義的興起。在晚清，革命

派的激進主義主要是反君主專制的政治激進主義，無論是鄒容之革命主義，還

是孫文之三民主義，皆對儒家及中國文化傳統心存敬意，且以其為民族復興之

社會動員的武器；而新文化運動則以決絕的激進姿態對中國文化發起了攻擊，

陳獨秀即這場反傳統運動的思想領袖。

在新文化運動之綱領〈吾人最後之覺悟〉中，陳獨秀發起了反儒家禮教的倫

理革命。他指出：「儒者三綱之說，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莫可偏

廢。三綱之根本義，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所謂禮教，皆以擁護此別尊卑

明貴賤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立之說為大原；與階

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8對於陳來說，與西方自由平

等理念截然對立的儒家禮教，是阻礙中國實行共和制度的文化根源；而廢除陳

舊過時的儒家禮教之「倫理的覺悟」，是中國成功實現共和革命的關鍵。

陳獨秀的激進主義，不僅表現為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的激烈反傳統主義，

而且表現為以倫理革命為中心而囊括社會諸領域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在他看

來，中國文明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落後是全方位的：「舊文學，舊政

治，舊倫理，本是一家眷屬，固不得去此而取彼。」9陳進而強調：「無論政治學

術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國的法子，絕對是兩樣，斷斷不可調和牽就

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採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甚麼國粹，甚

麼國情的鬼話來搗亂。⋯⋯因為新舊兩種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斷然不能相

容；要想兩樣並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馬，一樣不成。」bk對於傳統倫理，陳主張

不破不立，「建設之必先以破壞」bl。

陳獨秀的現代與傳統二元對立模式建基於進化論，他廢除孔教之倫理革命

的一大理據即進化論。陳強調：「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

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

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

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

無與焉。」bm

對於革命者陳獨秀來說，革命是進化的動力，革命是一切現代文明的引

擎：「自文藝復興以來，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倫理道德亦有革命，

文學藝術，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興而進化。近代歐洲文明史，宜可

謂之革命史。故曰，今日莊嚴燦爛之歐洲，乃革命之賜也。」bn陳的革命禮讚，

揭示了啟蒙與革命的歷史邏輯以及新文化運動的革命精神。

陳獨秀的激進主義，

不僅表現為現代與傳

統二元對立的激烈反

傳統主義，而且表現

為以倫理革命為中心

而囊括社會諸領域的

全盤性反傳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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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亞泉為民初調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崇尚英國自由主義之自由與保守兼

備的調和精神，主張社會文化的漸進演化。杜認為，矛盾的「對抗調和之理」

為宇宙和社會演化的普遍法則：「進化論謂世界進化，嘗賴矛盾之兩力，對抗

進行，此實為矛盾協進最大之顯例。」社會進化亦然，「有衝突而後有調和，

進步之機括，實在於此。」bo杜視社會進化為新舊衝突之調和，而非革故鼎新的

革命。

在中西文化問題上，杜亞泉持文化調和論觀點。他認為，西洋文明與中國

文明為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別。源於地中海的西洋文明為「動的文明」，而產

生於東亞內陸的中國文明為「靜的文明」。兩種文明之精神，由此而有「競爭」與

「和平」之別。在杜看來，中西文明動靜互補，他預言：「至於今日，兩社會之交

通，日益繁盛，兩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調和，為勢所必至。」bp

對於杜亞泉來說，文明為歷史演化的產物，其無不具有人類普世和民族獨

特的元素。中國文化的困境，不在於輸入新文明，而在於調和舊文明：「因而今

日之要務，在於調和新舊文明，去其界限衝突，以陶鑄一自有之文明。」bq

杜亞泉反對「新青年派」之反孔的倫理革命。他認為，道德有體有用，道德

之大體恆久不變，道德之小端及應用則因時勢而變易。中國道德以仁為大本，

孔子及儒家以仁為統攝諸德之總名，因人類非此則無以生存，而一切道德亦

非此而無所附麗。近代西方學者，亦以愛為人類進化之一大原則。可見中國

先哲的仁愛思想合乎進化公理而不可動搖。因此，中國宜闡明仁愛傳統而發

揚光大，以合乎世界之潮流br。總而言之，他認為沒有必要來一場整體性的倫理

革命。

在杜亞泉看來，文化的進化是一個漸進演化的過程。他信奉培根（Francis

Bacon）「時間為最大之革新家」的觀念，主張：「革新事業，經過歲月，則自然成

功。⋯⋯而社會之日趨於新，乃亦如歲月之進行，未嘗停滯。」bs對於文化，杜

主張以立代破，反對先破後立的激進文化革命：「蓋舊習慣之破壞，乃新思想成

立後自然之結果。新屋既築，舊屋自棄；新衣既製，舊衣自棄。」bt

陳獨秀革故鼎新的倫理革命與杜亞泉新舊調和的道德改革，其激進與調和

的思想取向，反映了二者社會觀之唯理主義建構論與經驗主義演化論的深刻

分歧。

三　民主與憲政

西方近代民主觀念有法國式高調民主和英美式低調民主兩種類型，前者以

大眾民主為理想，後者以憲政民主為模式。清末以還，隨½革命運動的興起，

盧梭式的大眾民主觀念風行中土，成為中國民主思潮的主流觀念。

陳獨秀的民主理念，襲取了盧梭「人民主權」的民主學說。他認為，國家為

人民集合之團體，其輯內禦外，以維護全體人民之福利為目的，而非統治者之

私產。近代國家為民主的國家，而非民奴的國家。民主國家為真國家，其為國

「德先生」和「賽先生」

是陳獨秀追求的新文

明新思潮的兩大理

想。他堅信，民主和

科學與中國舊文明水

火不容，要追求德先

生和賽先生，必須反

對孔教、禮法、舊倫

理、舊政治、舊文

學、舊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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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公產，以人民為主人，以執政為公僕。專制國家為偽國家，其為執政之私

產，以執政為主人，以人民為奴隸。英法革命以還，民主主義已成為現代政治

之原則，無論共和國抑或君主國，均稱主權在民，實行共和政治。十八世紀以

來歐洲文明的進步，即為民主主義之賜ck。

與盧梭一樣，在陳獨秀的民主理念中，並沒有政黨的位置。民國憲政實

驗之失敗的亂象，使陳對於代議制的政黨政治喪失信心，轉而尋求大眾參與

的國民政治。陳將「國民政治」歸為中國人最後之「政治的覺悟」，他強調現代

立憲民主的世界潮流，是由專制政治趨於自由政治，由個人政治趨於國民政

治，由官僚政治趨於自治政治。中國欲圖世界的生存，必棄數千年相傳之官

僚的專制的個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cl。 顯然，陳所追求的「自

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已超越了憲政民主，而為一種民粹主義與共和主義混合的

大眾民主。

民主和科學，即所謂「德先生」和「賽先生」，是陳獨秀追求的新文明新思潮

的兩大理想。他堅信，民主和科學與中國舊文明水火不容，要追求德先生和賽

先生，必須反對孔教、禮法、舊倫理、舊政治、舊文學、舊宗教。

在五四運動中，陳獨秀的民粹主義民主傾向進一步發展，他主張以平民政

治代替政黨政治，即以學生會、商會、農會、工會等各種多數的平民團體，取

代政黨而行民主政治，使政府和國會遵從多數平民的意志cm。這種民粹派的民主

觀念，因融合了杜威（John Dewey）的新民主主義而進一步強化。他不僅接受了

杜威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四種民治主義的觀念，而且強調社會經濟的民治

（即社會主義）較之政治的民治更為重要，因為社會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同時，

他提出了超越杜威的新的政治民治主義：「由人民直接議定憲法，用憲法規定權

限，用代表制照憲法的規定執行民意；換一句話說：就是打破治者與被治者的

階級，人民自身同時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實說，就是消極的不要被動的官

治，積極的實行自動的人民自治；必須到了這個地步，才算得真正民治。」cn陳

的民治主義，融入了社會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激進民主理念。

作為一個立憲主義者，杜亞泉崇尚英國式的自由憲政，尊其為現代政治文

明之典範。在他看來，自由是英國憲政體制的一大優點：「英國之議會政治，稱

為世界模範。其政府無防壓人民之事。苟不犯現在法律，不擾亂社會治安，任

其作何言論，取何主義，皆可自由。」co

在杜亞泉看來，英國憲政體制的另一優點是其相忍相讓的妥協精神：「彼條

頓人種之英國，其議院與政府，與夫此黨與彼黨之間，豈無意見之差違，然卒

能和洽調劑，相讓相成，歸於一致。」cp杜尤為重視妥協之於自由憲政的意義，

他強調政治修明的根本原則，是人民對於國家有強健的自由活動之能力。人民

之政治力，第一當求其健強，第二當求其調節：「是調節者，所以養成有秩序之

對抗，使之悉遵正軌，不為無意識之交哄而已。⋯⋯調節之有裨於對抗，一在

養成對抗之秩序，一在養成對抗之形勢。夫而後可立平民政治之基礎，可樹政

黨對峙之模型。」cq

杜亞泉認為，革命後

帝制國家的民主轉型

不可能一蹴而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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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讓步、互相忍受

的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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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時期，袁世凱的復辟帝制和歐洲大戰的列強爭鬥，使民國年輕的共和

制度陷於內外交困的危機之中，憲政民主受到激進的大眾民主和偏狹的國族主

義的兩面夾擊。但杜亞泉對憲政民主的信念，並沒有因之動搖。面對民初武人

干政、黨人爭權的共和亂象和憲政危機，杜對中國憲政問題進行了政治文化層

面的深入思考。他認為，革命後帝制國家的民主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經

歷一個從假共和到真共和的漫長過渡時期，期間武人干政和黨人爭權不可避

免。武力可以推倒專制，但不能實現共和。民主轉型成功的關鍵，在於朝野兩

派互相讓步、互相忍受的妥協。他說：「有一能讓能忍者，真共和之精神即胚胎

於此。⋯⋯吾知吾國將來之真共和，必由忍與讓而後成者也。」cr

杜亞泉倡言的民主制度，以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為典範。其議會、政黨、妥

協的憲政模式，與陳獨秀巴黎公社式的人民自治的大眾民主模式，大異其趣。

四　國民性與市民社會

民初啟蒙運動是對憲政危機的思想回應。以革命家姿態投身啟蒙的陳獨

秀，其發動新文化運動的宗旨是為共和政治提供精神支持。作為一個革命家出

身的啟蒙領袖，陳的新文化事業始終沒有忘情於政治，而啟蒙只是其進行革命

動員的思想工具。〈吾人最後之覺悟〉清楚地表達了他以國民的覺悟促進民主的

啟蒙宗旨：通過倫理革命（倫理的覺悟）而改造蒙昧落後的國民性，進而通過大

眾參與的國民運動（政治的覺悟）而實現民主的全民政治。

陳獨秀的啟蒙主義，將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革命視為民主轉型成敗的關鍵所

在。這種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主義，亦為胡適、魯迅等「新青年派」所共享。陳在

創辦《青年雜誌》前曾放出辦十年雜誌以改變國人思想的豪言cs。陳的辦刊宗旨

是：「〔《青年雜誌》〕以青年教育為的，每期國人以根本之覺悟。」ct在他看來，國

民根深蒂固的舊思想，是袁世凱復辟帝制及共和失敗的根本原因。他對國民的

舊思想深感憂慮：「我們中國多數國民口±雖然是不反對共和，腦子±實在裝滿

了帝制時代的舊思想，歐美社會國家的文明制度，連影兒也沒有。」dk對於中國

國民性之弱點，陳持激烈的批評態度。他認為中國衰亡之最深最大之病根，在

抵抗力之薄弱，其原因在於退縮苟安鑄為民性dl。陳認為，青年精神界除舊布新

之大革命，必須破除國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做官發財的人生觀，此種卑劣思維

是遠祖以來歷世遺傳之缺點dm。

陳獨秀堅持認為，中國傳統倫理是造成卑劣的國民性之根源，因而改造國

民性必須從倫理革命入手：「蓋倫理問題不解決，則政治學術，皆枝葉問題。縱

一時捨舊謀新，而根本思想，未嘗變更，不旋踵而仍復舊觀者，此自然必然之

事也。」dn陳的倫理革命的目標，是以西方自由平等觀念代替儒家的禮教綱紀，

以西方個人主義代替中國家族主義。改造國民性亦為陳發起文學革命的宗旨，

舊文學被認為與舊倫理共同鑄成了阻礙革命的卑劣的國民性do。倫理革命和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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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圍繞改造國民性這一核心啟蒙目標而展開的，而改造國民性的啟蒙

則為陳「國民運動」之革命動員的一個必要步驟。

如果說陳獨秀主張的啟蒙旨在改造國民性，其革命動員式的啟蒙具有唯精

神論的啟蒙主義傾向，其反儒教的倫理革命重在民主價值的政治啟蒙；那麼，

杜亞泉主張的啟蒙則以培育市民社會為目標，其溫和的道德改良更注重生活倫

理的社會啟蒙，而且，杜的啟蒙只是培育市民社會的環節之一。

基於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路，個人之改革被杜亞泉視為社會改革

的起點。他認為，個人改革的標準有四：一、×生，使身體健全，官能發達，

於體格上得以成為個人；二、養心，使知情意各方面調和圓滿，於精神上得以

成為個人；三、儲能，豐富學藝，提高個人立身社會之能力；四、耐勞，服務

精勤忍耐，以盡個人勞力之義務dp。以上四項個人之標準，綜合了西方社會中個

人身體強健、精神活潑、技能熟練、服務精勤諸優點，此為現代社會個人之自

立的基本標準。杜提出的個人改革旨在完成個人之人格，而並無革故鼎新創造

「新人」的高調目標。

作為一個啟蒙學者，杜亞泉自然十分關注國民性問題，他認為重官心理對於

個人之獨立尤為有害。在他看來，社會積個人而成，個人各自獨立，則社會之基

礎穩固。中國數千年專制，造成官吏無限威權和特權，致使人民之重視官吏，幾

成根性。秦漢以來，政治不改良，實業不進化，實為此根性所累。今日欲謀民國

政治之安寧，實業之發達，則其首要條件，即在拔除人民重視官吏之根性dq。

杜亞泉將發展實業和普及教育歸為實現民主化的根本路徑。他強調：「真共

和之成立，不外二因：一為國內農工商業之發展，二為國民教育之普及。⋯⋯

考之歷史，則武力可以倒專制，而不可以得共和。專制既倒之後，雖已有共和

之名，尚未有共和之實。⋯⋯必更經過若干時期，而後因實業之發達與教育之

普及，真共和乃漸漸成立。」dr對於民國初年「假共和」的憲政危機，杜以發展實

業和普及教育為民主轉型之路徑，不同於陳獨秀以國民之覺悟為基礎的國民運

動路徑。

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啟蒙學者，杜亞泉一向重視科學技術。他早年創辦

亞泉學館及《亞泉雜誌》，後長期供職於商務印書館，終身致力於普及科學技術

知識。他尤重視技術之於現代社會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工藝為一切事物之

本。⋯⋯工藝苟興，政治道德諸問題，皆迎刃而解；否則，雖周孔復生，亦將

無所措手。」ds

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市民社會，是杜亞泉啟蒙的目標所在。他認為，中國

之新生命在於新型的中等階級。戊戌以降的變法、立憲、革命種種運動，新勢

力之所以毫無成就，其誤在不於社會生活和個人修養上求新勢力之根據地，而

欲於政治上行使其勢力並以權謀擴張其勢力。杜預言未來中國之新勢力的誕

生，必以社會取徑代替以往的政治取徑，而從社會生活和個人修養上½手。這

種新勢力，「惟儲備其知識能力，從事於社會事業，以謀自力的生活，⋯⋯現今

文明諸國，莫不以中等階級為勢力之中心，我國將來，亦不能出此例外。」dt

陳獨秀的激進主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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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獨秀改造國民性的啟蒙主義不同，杜亞泉所理解的啟蒙是培育市民社

會的一個環節，它與發展實業、普及教育相輔相成，而不是文化決定論的啟蒙

主義。在改革路徑上，陳的政治—文化取徑與杜的社會取徑，源於兩人對民初

憲政失敗原因之認識分歧：陳以國民思想的陳舊落後為共和失敗的根本原因，

故以改造國民性為改革路徑；杜則以市民社會的缺失為共和失敗的根本原因，

故以發展實業、普及教育和培育中等階級為改革路徑。

五　剛柔之間

陳獨秀的激進主義和杜亞泉的調和主義，代表了五四時期革命與改革的兩

種啟蒙模式，二者分別以法國和英國為典範。如果說杜的啟蒙思想接續了晚清

嚴復、梁啟超的英倫式自由主義傳統，那麼，陳的法國式啟蒙思想則表徵½五

四啟蒙思潮的激進化。這種啟蒙運動之由英而法的激進化，在思想史上呈現出

對西方文明衝擊的「梯度式反應」——它經歷了洋務派的中體西用論、維新派的

政治改良主義、革命派的政治激進主義、新文化派的文化激進主義的激進化過

程。這種「梯度式反應」是對晚清以來不斷失敗的改革運動愈來愈激進的反應。

五四後期，伴隨½新文化運動之文化激進主義的狂飆突進，溫和穩健的調和思

潮被迅速邊緣化。1920年，杜亞泉辭去《東方雜誌》主編職務，專事商務印書館

科學圖書的編撰，從此淡出思想界。1921年，改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陳獨秀棄

文從政，於上海組建共產黨，成為中國共產革命的領袖。

陳獨秀和杜亞泉屬於思想氣質迥異的兩類知識份子。陳當屬知識明敏又情

感熱烈的革新領袖，而杜屬於知識明敏但情感冷淡的革新中堅之穩健派。陳、

杜二氏之思想分歧，源於其知識、性格和經歷的深刻差異。

法國心理學家勒龐（Gustave Le Bon）認為，民族精神之元素必須具有剛性與

柔性的平衡ek：

只有當構成民族精神的那些要素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剛性之後，這種民族精

神才算穩定地建立起來。但這種剛性又不能超出一定的限度，或者說它還

得具有柔性。⋯⋯沒有剛性，先輩的精神就無法繼承；而沒有柔性，則先

輩的精神就不能適應由於文明的進步所帶來的環境的變化。⋯⋯一個民族

的民族精神如果過於柔韌，就會導致革命的不斷發生；而民族精神如果過

於僵化，則會導致這一精神走向沒落。

因而，民族精神的理想境界是剛柔相濟。在勒龐看來，古代羅馬和現代英國或

許是少數實現了這種剛性與柔性之平衡的完美典型。英國經歷了兩次革命，並

且還把一位國王送上了斷頭台，但仍可稱得上是一個穩定的國家。英國人從來

沒有像法國大革命中的革命者那樣，夢想以理性的名義徹底打破古代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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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el。勒龐顯然頗為欣賞英國剛柔相濟的民族精神，並認為英

國「舊瓶裝新酒」的溫和革命遠遠優於法國革故鼎新的激進革命。

較之英國民族精神的剛柔相濟，法國民族精神則顯得剛性有餘而柔性不

足。勒龐對自己祖國的民族精神在演化過程中變得過於僵化表示遺憾：「如果她

再多一點柔韌性的話，古代的君主政體或許就會像其他地方那樣慢慢地轉變過

來，而我們也就能夠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壞性的後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務也

就不至於如此艱難了。」em透過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勒龐揭示了一條極為深刻

的革命心理學原理：「那些精神極為穩固、持久的民族通常會爆發激烈的暴力革

命，由於不能通過逐步的演進來適應環境的變化，所以當這種適應必須做出

時，他們不得不在猝然之間被迫激烈地改變自身。」其結論是：「一個民族的傳

統精神決定其命運。」en

勒龐的革命心理學揭示了激進主義的奧秘。在法國，正是過於剛性的專制

傳統導致了其極端柔性的激進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激進性，亦皆與其

民族精神、文化傳統過於剛性有½因果關係。

在十八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和法國啟蒙運動迥然相異：蘇格蘭啟蒙運動

發生於「光榮革命」之後，而法國啟蒙運動則成為大革命之先導。蘇的後革命啟

蒙與法的前革命啟蒙，二者之社會狀況、思想氛圍和時代主題，自然大異其

趣。誠如伯瑞（John B. Bury）所言eo：

英國在其歷史上就曾發生過革命，而法國在其未來將發生革命。英國享有

當時所稱的巨大政治自由，那也是其他國土〔家〕所羨慕的；法國在毫無益

處的統治者的暴政之下痛苦地呻吟。英國憲法使全國民眾感到滿意，今天

對我們而言似乎無法忍受的嚴重弊端尚不足以喚醒充滿激情的改革熱望。

英國思想界的普遍傾向是在現存制度的穩定中看到拯救，因而以懷疑的態

度看待變革。當時，充滿熱情的改革熱望是在法國宣傳進步觀的那種鼓舞

人心的力量。當這一觀念從戰鬥的氣氛中（法國的知識份子在這一氣氛中發

展了進步觀）轉移到處於平靜氣氛中的英國之時，它看上去就像一種平靜的

反思。

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深刻地揭示了一個悲劇性的歷史悖論：法國大革

命以血腥的災難開闢了世界歷史；而成功創造了現代憲政政體的美國革命，其

影響卻一直難於越出北美一隅ep。同樣，英國革命亦具有憲政原則的普世性和其

歷史路徑之地方性的弔詭。

其實，法國大革命的普世性和英美革命的特異性，其原因就在於法國式

大陸君主國革命的普遍性和英國島國憲政革命、美國海洋殖民地革命的特殊

性。儲安平指出：「英國之進入於民主政體，是經過數百年的過程的，而法國

之採用民主政體，是一躍式的直接跳入的。」eq然而，法國一蹴而就的躍進付

出了近百年動蕩和災難的代價。但法國大革命仍成為大多數後進國家現代化

中華帝國的專制主義

傳統，與英國弱王權

型多中心社會的自由

傳統格格不入，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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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代之路。因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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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的親法疏英，實為

中國「大陸性格的國

家」的歷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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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樣板，畢竟島國英倫自由秩序近乎天成的漸進演化之路，是無法效仿

的。

對於中國來說，英國模式可欲不可求，法國道路可求而危險。作為世界上

最古老的巨型大陸帝國，中華帝國無與倫比的中央集權型專制主義傳統，比法

國有過之無不及，而與英國弱王權型多中心社會的自由傳統格格不入，故帝制

中國的轉型自然難以仿行英國的自由之路。而且，被西方文明強行捲入現代化

大潮的中國，其內憂外患的險峻形勢，亦不允許其步趨英國悠悠數百年漸進演

化的現代之路。因而清末民初中國革命與啟蒙的親法疏英，實為中國「大陸性格

的國家」的歷史宿命。中國與法國歷史的親和性，不僅表現為二者絕對王權的帝

制傳統，而且表現為其激進革命的轉型路徑。真所謂「性格決定命運」。

黃仁宇從經濟轉型的視角分析大陸國家的革命。在他看來，法國革命、俄

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同屬於「大陸性格的國家」之革命。這三個國家在改革過程中

遭遇重重困難，乃是由於過去農業體制積習過深，政治上中央集權牽涉過廣，

所以不容易脫胎換骨。新社會需以商業習慣為前提，其活動以低層結構的功能

為準據。法國的舊體制、沙皇俄國和傳統中國，不能立刻適應環境，也由於現

存體制中無法產生各項經濟因素完成自由交換之規則，以適應此需要er。中、

法、俄之大陸型革命的親和性，不能不表現為其啟蒙模式的親和性。

中國社會大陸式的剛性之結構與傳統，是滋生激進主義的溫�。魯迅曾痛

心疾首地哀嘆：「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

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

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es陳獨秀為錢玄同廢除漢字之偏激主張「以石

條壓駝背」的辯護，亦以激進對抗保守的矯枉過正為理由。陳、魯、錢的激進，

折射出中國大陸式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過於剛性的僵化。

所謂物極必反，從傳統之剛到變革之柔，往往呈現歷史鐘擺的兩極振蕩，

傳統愈僵化則變革愈激進。如果說陳獨秀極端柔性的啟蒙激進主義代表了一種

「大陸性格的國家」之啟蒙思想；那麼，杜亞泉剛柔並濟的調和主義則代表了一

種英倫式海島性格的啟蒙精神。陳的反傳統主義因契合中國「大陸性格」之革命

的歷史因果鏈，「時勢造英雄」，而成為五四時代叱Æ風雲的新文化領袖。杜調

和主義的海島性格因與剛硬的「大陸性格」不合，而被滾滾革命浪潮所淹沒，其

不合時宜的思想直至世紀末世界革命退潮之後方顯出深邃宏遠的歷史智慧。

在近代中國，英國思想之所以為後來的法國思想和俄國思想所壓倒，其根

本原因還在於「大陸性格的國家」之革命。陳獨秀及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崛起，

除了林毓生所揭示的「藉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傳統之影響外et，更為深刻的原因

則是中國現代化「梯度式反應」的激化，以及大陸式革命的激進模式。五四前

後，陳從革命者到啟蒙者到革命者的角色循環，為新文化運動打下了濃重的革

命底色。從中國對西方文明衝擊的「梯度式反應」過程看，五四新文化運動終究

是一場革命中的啟蒙，它不過是由共和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組成的革命

交響樂中的一曲激越的變奏。

陳獨秀的反傳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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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之革命的歷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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